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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简介

弘量（深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营境内金融机构数字化财富管理业务，是弘量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弘量智能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大湾区开放性金融生态优势，

促进国内外金融机构实现财富管理业务智能化与自动化，提供以算法为核心驱动、以

IT为技术保障、以金融市场理论为底层架构的一站式数字化解决方案。

截至2019年10月，公司已服务中国大陆、香港、澳门、新加坡、台湾、日本等逾

60家大型金融机构，如华润银行、工银亚洲、中银国际、中银香港、华夏基金、招商

永隆银行等行业巨头，并同步在亚太市场开展AI投资咨询与资产管理业务，潜在资产

管理规模达万亿人民币。

弘量集团成立于2015年，2016年入选为香港科技大学创新孵化项目，分别于2017

至2018年获得香港证监会1号与4号牌照，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投资咨询牌照，

成为香港第一家独立以智能投顾业务获得牌照的金融科技公司。2017年，弘量完成由

阿里巴巴创业者基金领投的A轮融资，总投资额近亿元；2018年获得中银国际附属投资

机构渤海基金的A++轮投资，是渤海基金投资组合中处于最早阶段的公司。

1.1 解决方案先进性说明

智能投顾项目，是金融场景+算法+IT高度结合的完整解决方案。衡量其先进性，

需从团队实力、实施案例、业绩表现、算法原理、IT交付能力、可持续性六大方面逐

一考量。弘量（深圳）智能科技在这六方面，均有明显优势。

1.1.1 算法模型先进性

弘量拥有全球领先的全光谱算法库，涵盖从纯债至纯股票的不同风险类别的投资

产品，致力于服务不同类型的机构与零售用户。创立至今，弘量依靠自身强大的算法

策略研究能力和IT技术服务能力，成功开发的投资策略包括：ETF为底层的大类资产配

置策略，公募基金为底层的大类资产配置策略，战术资产配置策略，A股AI策略，港股

AI策略，大宗商品衍生品策略CTA与外汇交易策略等。我们的算法开发项目力求完美贴

合不同金融机构复杂需求，并在过去的两年间不断丰富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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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技术架构先进性

弘量的IT团队拥有强大的前中后台一站式平台开发能力。其中，IT交付系统提供

本地化支持，包括核心技术人员驻场开发、测试与部署，专门项目经理，以及运维工

程师将进行系统维护与迭代。我们的系统架构基于分布式架构设计，对主流应用和数

据库具有高兼容性。此外，弘量成熟的配套系统则提供了成熟的中台管理，为业务和

技术提供可视化管理平台，完备的系统交付能力保证了对自动化运维方案的支持。

1.1.3 公司团队先进性

我们的团队成员来自于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国内外顶尖院

校，目前已扩展至80人。其中，量化团队成员拥有数学、金融工程、物理等领域的博

士与硕士学位。量化团队成员的学术背景，及我们与香港科技大学共同建立的AI实验

室为弘量的算法开发能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1.1.4 可持续方案先进性

弘量中台管理系统服务于金融机构，对智能投顾系统进行管理与分析。中台管理

系统以客户数据管理为核心，利用信息科技实现数据统计、销售与服务等环节的自动

化，全面搭建客户信息收集、管理、分析与利用的规范化流程。

为提高智投系统管理效率，弘量中台管理系统通过结构化的组合布线系统与计算

机网络技术，将各个分离的功能和信息统一集成到一个系统中，为企业提供全面的系

统解决方案，使各方资源达到充分共享。除了上述特点，系统还预留了新功能模块的

集成入口，若有新的管理模块要增加，系统可以方便、快速地实现集成。对于数据管

理，系统提供了数据报表导出功能与数据导入功能，协助管理人员快捷操作。

1.1.5 实施经验先进性

面向商业银行与保险集团等大型机构，弘量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投资管理平台，让

传统金融机构快速建立智能投顾平台，赢得市场先机。面向资管公司、公募基金与对

冲基金等机构，弘量提供基于ETF、公募基金、外汇与衍生品的多种量化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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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弘量研究算法原理

弘量的资产配置组合模型是一系列投资交易策略、数学统计模型、风险控制管理

的集合。弘量基于诺贝尔获奖理论马科维茨资产配置的理论进行了大量突破性的拓

展。运用最前沿的数学和统计理论，自主研发了资产配置的算法框架，并针对不同地

区和不同底层资产进行算法优化，特别在数据的处理、模型的选择、参数的估计和风

险控制方面均有重大突破，运用先进的数学、统计、经济模型为客戶带来稳定、有

效、长期的资产回报。其基本理念是基于投资人的风险类型，在资产配置的过程中，

帮助客户分散风险，最大化未来收益。

诺贝尔获奖理论马科维茨资产配置模型(Markowitz, Modern Portfolio Theory, 1950s)

被证明是一个确实有效的资产配置框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此为基础衍生出

的配置模型也愈发成熟。弘量资产配置组合模型中使用的“B-L模型”(Black- Litterman

Model, 1990s) 同样是马科维茨资产配置模型的扩展，它不仅实现了未来期望收益的最

大化，同时也成功解决了马科维茨模型会导致的异常配置情形，降低组合中的权重会

集中到某几只基金的概率。在BL模型框架下，资产类别相关性的协方差矩阵是一个重

要的参数。弘量结合最新统计学中的研究成果，降低极端权重配置的几率大的概率，

更准确的估计协方差矩阵，提升组合分散风险的程度以及对于风险控制的准确性。

同时风险控制是弘量资产配置组合模型的重中之重，对于市场下行风险(Downside

risk)和不确定性风险的研究一直处于最高优先级。在考虑未来期望收益的同时，算法团

队会考虑未来最坏的情形，从而获取一个对于未来收益的预测区间，从而更加准确的

评估风险和进行相应的风险管理。

传统的马科维茨模型使用投资组合收益的方差作为其评估风险的唯一指标。利用

方差来衡量风险，主要反映地是市场(或资产组合)的波动幅度。 弘量的资产配置组合

模型中，引入了更加苛刻严格的度量方法在险价值 VaR (Value at Risk)。相比于以方差

为代表的传统风险测度，VaR着重于考虑资产的下行风险，特别是极端情况下的损失规

模。使用VaR为风险度量的指标也使得最优权重更加稳定，在出现极端情况甚至是金融

危机时，尽量减少客户的损失，降低最大回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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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智能投顾模型主要参数

以基金风格雷达图为基础，弘量团队深入挖掘基金基本面数据与日度价格数据中

对基金未来收益有良好预测效果的因子，总共挖掘出共8大类因子，包括风格漂移因

子、短期动量因子、长期动量因子、价格波动率因子、换手率因子、基金规模因子、

基金费率因子和基金经理任期因子。同时基金之间的相关性也会纳入考量来控制组合

风险。以下内容展示了在挑选基金过程中用到的部分因子：

2.1.1 风格漂移

根据基金的风格九宫格，风格漂移定义为drift=||v2-v1||

其中v2为最近一次报告中披露的持仓风格，v1为上一次报告中披露的持仓风格。

2.1.2 资产管理规模变化

弘量通过研究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与未来业绩的相关性来研究其对基金的未来表

现是否有影响。具体来说，我们通过基金公司每季度公布的资产管理规模数据来计算

不同频率下基金资产规模的变化情况，考虑的时间频率有3,6,12,18,24个月。

2.1.3 换手率

换手率过高的基金，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而这部分成本通常是由投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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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弘量同样考察了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基金换手率与下一期表现的关系，并根据

当期的统计关系进行基金筛选。

2.1.4 费率

费率是投资者购买基金时付出的总成本，是影响回报表现的关键指标。在同等条

件下，通常优先选择费率较低的基金。

2.1.5 基金经理经验

弘量研究了基金经理的经验与基金业绩的关系。具体地，考察一家基金的基金经

理平均任期和该基金下一年度的业绩的关系。例如，截至2016年12月31日，某基金历

任三位基金经理A，B和C，分别任职时间为250天，300天，650天，则该基金在2016年

12月31日时的基金经理平均任期为 (250+300+600)/3=400天。挑选基金时，根据历史上

该类型的基金经理经验和业绩的关系，选出预期表现良好的基金。

2.1.6 波动率

出于降低基金组合波动率的目的，弘量团队将价格波动率因子也纳入选基金的体

系中，旨在选出风险较小的基金组合。在多因子回归的过程中，会对波动率因子的系

数进行校正，即若模型预测结果中波动率因子前的系数为正，则将其校正为0，该校正

是为了确保挑选到波动率较小的基金。

2.1.7 基金相关性

弘量致力于更加精准的预测基金之间的相关性来为投资者构建底层资产相关性较

低，更加分散的资产配置组合。弘量在估计协方差矩阵的研究中获得了突破，运用先

进的收缩技术以及时间序列分析技术更准确地估计协方差矩阵，从而使得投资者的组

合可以有更好的分散风险的效果。

在下图中红色越深，正相关越高；反之，蓝色越深，负相关关系越严重。跨资产

类别之间的相关性很低；但是，一种主要资产类别中的基金之间的相关性可能很高。

因此在构建组合时，需尽量避免选择过多一种类型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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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能投顾模型的全面性

3.1 投资理念基础

许多有经验和专业知识的投资人和理财师会运用各种投资策略去选择自身的投资

产品以及计算各个产品的投资份额，以期待更高的收益和更好的风险分散，这个过程

我们称之为资产优化配置。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市场上各类信息呈爆炸式增长。即使

是专业的理财师，在面对瞬息万变的全球市场、愈发复杂的数学模型及机器学习的广

泛运用时，资产优化配置都会是一个耗时耗力的痛苦过程。而且，现代资产配置的模

型的复杂程度以及对于数学量化专业的能力要求，也使得一些投资人和理财师望而却

步，更不要说是缺乏时间及专业知识的普通投资者。弘量资产配置组合模型的出现就

是为了帮助投资者和理财师，便捷、高效、自动地实现资产配置的最优化。

3.2 运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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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基金数据库

在组合构建之前，弘量通过自建的数据中心收集、存储和清洗海量数据。精确、

可靠、实时、广泛的金融与基金数据是算法研究与开发的基础。弘量的数据中心结合

境内外多种数据源，如彭博、万得、晨星等，亦会采用网络爬虫技术采取一些非结构

性的数据。与此同时，数据库中涵盖了不同地区和种类的标的资产，如中国超过7000
只公募基金。丰富、实时的数据也对算法研究有着重要影响。数据库获取数据后，为

了尽力使原始数据准确可靠，算法团队会对于数据进行交互核对。

3.2.2 基金评价体系

根据市场上可购买的资产的底层交易资产对基金进行分类，包括依据资产类别分

类和依据地区进行分类。分类后，寻找指数对应类别里的优质基金。针对基金池，对

收集到的有效金融数据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综合考虑基金的管理规模、费率结构、

年化收益率、年化波动率、夏普比率、最大回撤、基金成立时长、投资目的、投资市

场、投资方法、基础货币、风格分析、行业分析、基金公司、基金管理人等，更好地

给出对于每支基金的评价并作出筛选。并应用基金穿透分析的技术，划分基金与特定

行业及特定指数的关系，深度剖析基金隐藏的风格和特征。

3.2.3 基金收益预测

检验量化策略有效性的常见方式是对其进行回溯测试。弘量自建的回测框架，从

数据获取、组合创建、模拟交易和金融统计量计算的各个方面都尽力做到公允和准

确，增加回测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并根据回测测试的结果动态优化参数。

组合优化模型

诺贝尔获奖理论马科维茨资产配置模型 (Markowitz, Modern Portfolio Theory, 1950s)
被证明是一个确实有效的资产配置框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此为基础衍生出

的配置模型也愈发成熟。弘量资产配置组合模型中使用的“B-L模型”(Black- Litterman
Model, 1990s)同样是马克维茨资产配置模型的扩展，它不仅实现了未来期望收益的最

大化，同时也成功解决了马克维茨模型会导致的异常配置情形，降低组合中的权重会

集中到某几只基金的概率。在BL模型框架下，资产类别相关性的协方差矩阵是一个重

要的参数。弘量结合最新统计学中的研究成果，降低极端权重配置的几率大的概率，

更准确的估计协方差矩阵，提升组合分散风险的程度以及对于风险控制的准确性。

同时风险控制是弘量资产配置组合模型的重中之重，对于市场下行风险(Downside
risk)和不确定性风险的研究一直处于最高优先级。在考虑未来期望收益的同时，算法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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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会考虑未来最坏的情形，从而获取一个对于未来收益的预测区间，从而更加准确的

评估风险和进行相应的风险管理。

传统的马科维茨模型使用投资组合收益的方差作为其评估风险的唯一指标。利用

方差来衡量风险，主要反映地是市场(或资产组合)的波动幅度。弘量的资产配置组合模

型中，引入了更加苛刻严格的度量方法在险价值VaR(Value at Risk)。相比于以方差为代

表的传统风险测度，VaR着重于考虑资产的下行风险，特别是极端情况下的损失规模。

使用VaR为风险度量的指标也使得最优权重更加稳定，在出现极端情况甚至是金融危机

时，尽量减少客户的损失，降低最大回撤。

组合调仓逻辑

本算法采用基金轮换机制。市面上其它智能投顾产品组合所挑选的基金都是固定

的，每期仅调整各基金之间的权重。但市场上基金很难维持长期稳定的表现，基金的

定期轮换可以保证每一期都挑选出下一期中预期表现最好的基金组合，提高策略的长

期表现。因此，弘量算法定期对组合内基金进行轮换，确保组合中的基金在其所处类

别中拥有最高的预期收益。

白名单

弘量将根据机构方的白名单，从优选基金列表中挑选出机构白名单中的基金构成

组合。同时如果机构方对于部分参数有限制，弘量也会将这些参数纳入限制条件。

4. 智能投顾模型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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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量自主研发的优化器在马科维茨和Black-Litterman理论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前沿拓

展，可以在短时间内寻找符合条件的最优解。根据用户的风险偏好或其他形式的投资

偏好，求解出最优组合策略，使得用户可以得到最佳的风险调整后收益。

弘量运用深度学习、决策树以及随机森林等若干领先人工智能技术，找寻那些隐

藏在金融数据中不易被发现的规律和模式。

弘量运用统计方法及数据处理引擎，清洗并分析金融数据，动态建立全球性的多

因子模型，用于底层资产收益率预测以及风险业绩归因。

弘量科学地借鉴并利用物理学中熵的概念，量化衡量投资组合的混沌程度，即分

散程度。在相同条件下，通过优化方法，极大化投资组合的熵值，使得投资组合尽可

能地分散。

使用VaR作为投资组合的风险测度，而非传统的波动率。合理应用这种先进的非对

称性的风险测度进行投资组合优化可以更好的控制投资组合的下行风险，减小其最大

回撤，以此带来更出色的表现。

在考虑未来期望收益的同时，使用蒙特卡洛技术，模拟生成未来百万种不同情

景，刻画出未来组合损益图的分布，从而获得更加准确的风险评估，更为严格的控制

风险。

4.1 与甲方需求的契合度

弘量运用统计方法及数据处理引擎，清洗并分析金融数据，动态建立多因子模

型，用于底层资产收益率预测以及风险业绩归因，得出公募基金排名。再运用自主研

发的优化器在马科维茨和Black-Litterman理论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前沿拓展，可以在短时

间内寻找符合条件的最优解。根据用户的风险偏好或其他形式的投资偏好，求解出最

优组合策略，使得用户可以得到最佳的风险调整后收益。完全可以满足甲方需求。

4.2 智能投顾模型的合理性

弘量研究在基金挑选方面使用多因子模型对基金进行穿透，从多个维度以量化方

式建立基金评价体系。动态建立多因子模型，用于底层资产收益率预测以及风险业绩

归因。同时弘量研究在资产配置方面在马科维茨模型和BL模型进行了大量的前沿拓

展，以保证客户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取得较高的预期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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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马科维茨模型

马科维茨的均值-方差模型通过构建有效投资组合来分散非系统性风险，并通过收

益率、波动率、协方差矩阵揭示了投资中风险和收益的正比例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

一条曲线来刻画，称之为有效前沿曲线，落在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了给定风险水平

下，可以获得最高预期收益的投资组合。因此，一旦投资者确定了自己的风险承受程

度，马科维茨的这套均值-方差理论可以很直接地为其构造出一个预期收益最高的投资

组合。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投资组合所获得的夏普比率也是最大的，这是因为夏普

比率被定义为风险调整后收益，因此，若给定了一定的风险水平，收益率越高，其夏

普比率就越大。

马科维茨均值-方差模型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资产配置框架，可以很好地分散投资

组合的风险。目前，该模型被广泛应用在资产配置，财富管理行业中。然而，实践表

明，通过马科维茨模型计算出来的结果会出现极端配置的情况，因此，学术上和业界

对模型进行了许多拓展，最著名的就是Black-Litterman框架（“B-L”模型）。

4.2.2. BL模型

“B-L模型”可以涵盖全球所有投资者的信息，用真实的市场数据进行计算，正因

为如此，它往往会得到更加准确地对于未来期望收益的估计，从未更好地实现收益的

最大化。“B-L模型”在1990年由高盛（Goldman Sachs）两位经济学家Fischer Black和
Robert Litterman提出，并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不断完善，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业界，其

对于未来期望收益的估计相比于马克维茨模型的优越性均得到了验证。

最优

权重

(%)

能

源
材料 工业

非消

費必

需品

消费

必需

品

医疗 金融
信息

技术
通讯

公共

设施

马科

维茨

12
0.

-
863.9

251.7
3

361.0
7

-
171.6 83.03

871.9
2

-
86.61

-
26.45

-
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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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56 9 9 6

B-L模
型

5.
03 8.58 10.94 5.56 17.36 9.20 16.93 16.09 2.61 7.71

4.2.3 马科维茨模型 vs B-L模型

上面的表格是分别通过马科维茨模型和“B-L模型”使用相同的历史数据计算出的

最优权重。很明显可以看出，通过马科维茨模型计算出的权重，出现了极端配置的情

形，如金融行业所占比例为871.92%，材料行业所占比例为-863.99%等等。相反的，通

过“B-L模型”计算出的权重均处于合理的范围内，风险分散的程度较高。

马科维茨模型和B-L模型都被弘量运用在了实际投资组合构建的算法中，此外还加

入了一些其他的量化方法，用以辅佐这两个核心模型，旨在为投资者打造出最为科

学，且具有极高系统性的投资组合，能够很好地分散投资风险，提高夏普比率。

4.2.4 协方差模型

更加准确的模型参数估计，一直是弘量资产配置组合模型研究所追求的。在“BL
模型”框架下，表明各只基金以及资产类别相关性的协方差矩阵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样本协方差是最直接，最简单的一个估计方式。但是，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业界，样本

协方差因其非正定特性、较大的误差以及对于样本数据的敏感程度高等因素，导致其

不理想的组合表现，逐渐被摒弃。我们的研究团队致力于对于协方差更加准确的估

计，结合最新统计学中的研究成果，资产配置模型在估计协方差矩阵的研究中获得了

突破，运用先进的收缩技术以及时间序列分析技术更准确地估计协方差矩阵。百万级

的蒙特卡洛模拟验证了我们的估计准确程度比同行更高。良好的协方差矩阵估计无疑

会提升我们组合分散风险的程度以及对于风险控制的准确性。

跨资产类别之间的相关性很低；但是，一种主要资产类别中的基金之间的相关性

可能很高。弘量团队将基金相关性作为考量标准，挑选相关性较低的基金来控制组合

整体风险。

R1 5.12% 10.42% 7.32% 1.42293714 -4.02%
R2 7.28% 14.96% 9.38% 1.59550708 -5.18%
R3 8.63% 17.84% 11.23% 1.58898326 -6.14%
R4 9.93% 20.66% 13.09% 1.57876053 -7.09%
R5 12.62% 26.58% 16.85% 1.57779091 -8.98%



14

5. 核心团队

5.1 创始人

雷春然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CEO）

前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AG）副总裁，在中金、招银国际、瑞士信贷等大型

金融机构先后担任高管，九年全球固定收益交易与销售经验，帮助大型金融机构进行

全球配置资产交易，交易范围含债券、外汇及大宗商品。

在德意志银行工作的九年间，雷春然亲自操盘百亿大单，成为香港中环投行界知

名银行代表。与香港科技大学黄耀东博士的强强联合让AQUMON迅速跻身香港金融科

技智能投顾领域的前沿，获得证监会大力支持，成为香港第一家独立以智能投顾业务

获得牌照的金融科技公司。

雷春然领军的AQUMON是亚洲领先的智能投资算法领航者，凭借强大的算法与技

术实力，服务中国大陆、香港、澳门、新加坡、台湾、日本等逾60家大型金融机构，

含中银国际、工银亚洲、广州农商行等万亿级别银行巨头，引发亚洲金融圈智能财富

管理的巨大变革。AQUMON同时获得阿里巴巴、中银国际等大型机构投资，为垂直领

域估值最高的公司。此外，凭借出色的算法实力与智能投顾业务，AQUMON同时在亚

洲开展投行、AI咨询及资产管理业务，潜在资产管理规模高达万亿人民币。作为亚洲

智能投资领域的先锋，雷春然本人对智能化财富管理有深刻独特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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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联合创始人

黄耀东

联合创始人、量化管理主管

香港科技大学数学博士、数学系讲师，主攻金融工程与投资组合理论。就读港科

大数学系期间，黄博士曾于多家全球顶尖金融数学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其中，发表在

《经济动态学与控制学》上的论文”Analysis of Optimal Dynamic Withdrawal Policies in

Withdrawal Guarantee Products”荣获香港科技大学2012年最佳研究大奖。

弘量研究集团成立后，黄博士率领旗下博士团队开发AQUMON算法模型，全力打

造公司核心竞争力，助力弘量智能科技斩获香港证监会颁发的1号牌（证券交易）与 4

号牌（就证券提供建议）牌照，成为香港第一家以智能投顾为业务范围申请牌照并获

得牌照的独立智能投顾运营商。

黄博士团队开发的AQUMON算法模型以大类资产配置为理论基础，将ETF或公募基

金作为底层资产，运用计算机技术与人工智能等创新科升级投资理念，成功服务中国

大陆、香港、澳门、新加坡、台湾、日本等60余家大型金融机构，服务对象含中银国

际、工银亚洲、广州农商行等万亿级别银行巨头。AQUMON能根据投资者的风险偏

好，自动生成投资组合，自动下单，自动调整仓位，自动生成报告。其自动化设置使

传统金融机构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极大提升资产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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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校招岗位

弘量（深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期望通过校园宣讲的形式帮助知名院校毕业生确

立职业发展方向，普及金融科技前沿学术理论与尖端投资策略，通过深入沟通，遴选

优秀的毕业生加入弘量研究大家庭。作为一家正处于B轮融资阶段的初创公司，弘量

（深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自2017年成立以来迅速在大湾区站稳脚跟，仅一年时间便

签约了数十家大型金融机构，成为华南地区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金融科技企业。

与大企业稳定安逸的成长环境相比，我们忙于开疆拓土、披荆斩棘，没有严格的

制度管理，也没有层级分明的职务关系。所有弘量员工都是拓荒者，怀揣远大理想与

拼搏胆识奋力疾行，致力于打造亚洲第一智能投顾系统与智能投资算法引擎，成为推

动大陆地区金融机构拥抱财富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得力伙伴。我们欢迎怀揣共同理想的

小伙伴加入弘量大家庭。以下是校招岗位，供校方参考。

6.1 产品类岗位

1. 量化开发工程师 / 本科及以上 / 全职 / 25000-40000

职位描述：

Job Responsibilities

· Developing, implementing and maintaining quality, scalable and high-performing real

time trading and analysis applications; from conception right through to delivery

· Exploring and capturing requirements and constantly seeking opportunities for automation

· Balancing the need for the quick delivery with designing and building quality, scalable

trading architecture that meets the short and long term needs of the business

· Developing, testing and deploying trading applications

· Develop high-volume, low-latency financial database

· Assist the Quant Team in generation a highly automatic and flexible data process module

· Coordinate operations and ensure schedules, deadlines and objectives are met

Job Requirements

· Bachelor/Master in Computer Science, Software Engineering or a related field

· Proficient in python and database programming

· Excellent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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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t be able to manage multiple projects/priorities at the same time and have high

tolerance for continually shifting priorities

· Having basic understanding of HTML5/JavaScript/CSS. Bonus for knowledge of any

one among VueJs/React/Angular.

· Preferred to hav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Linux operations and cloud computing

knowledge.

· Fluent in Mandarin and English

Personality Fit

· Innovative & strives for continuou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 Self-directed and working productively under minimal supervision

· Excellent in explaining complex technical issues to non-technical personnel

· Able to manage multiple streams of communications and quick in adaptability and

shifting priority based on business needs

· Innovative & strives for continuou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 Passionate in Fin-tech field & Financial Markets

工作地址

香港特别行政区 -鲗鱼涌英皇道 979号 -太古坊康侨大厦 19楼

2. 产品&用户&活动运营 / 本科及以上 / 全职 / 10000-20000

职位描述：

1.制定互联网产品整体运营方案并实施；

2.挖掘用户需求，并进行数据分析

3.社区用户运营，拉新+转化

4.日常运营活动；

任职资格：

1.本科，专业不限；

2.沟通表达能力强，做事效率高；

3.主动，有耐心，工作严谨；

加分项：

1.对量化/人工智能/智能投顾有基础了解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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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股票理财产品相关的工作经验；

3.会写文案、有 PPT制作经验；

工作地址

深圳 -南山区 -华润置地大厦 D座 1107-1109

6.2 商务类岗位

1. 商业拓展经理 / 本科及以上 / 全职 / 25000-50000

职位描述：

1.能够识别潜在客户并与大中型金融机构客户建立联系，如银行，券商，保险公司，

第三方理财公司，信托等，推广和落地智能投顾整体解决系统。

2.认同公司的投资理念，有足够的专业金融知识和量化基础，能与公司内部算法团队

以及 IT 团队沟通客户需求并监督落实。

3.有解决复杂和突发问题的能力，有充沛的精力和反应能力与机构客户进行高效沟

通，协调平衡客户要求和公司资源的同步。

4.能够熟练使用普通话，英语等。

符合以下任一条件者优先：

1. 有创业的热情，熟悉 FinTech。

2. 有机构销售或前台经验，对金融机构内部运作有深刻理解。

2. 商务拓展 深圳 / 本科及以上 / 实习 / 3000-4000

任职要求：

1. 认同公司的投资理念，金融或数学相关专业优先，对金融场景有一定的理解；对量

化交易和金融算法有浓厚的兴趣。

2. 熟练 ppt，word，excel 等工具的使用能力，能快速高质量处理文档;

3. 善于思考和沟通，能消化先进的金融和算法知识，并且转换为自己的理解和知识;

4. 每周实习至少3天，能面对大型金融机构和用户的心理素质。

工作地址

深圳 -南山区 -华润置地大厦 D座 1107-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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